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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我国近岸高浑浊水体区域 ＭＯＤＩＳ短波红外波段大气校正产品中存在的信号饱和及条带问题，

利用神经网络模型，采用准同步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及实测遥感反射率数据对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水色遥

感大气校正产品进行了质量改进。改进后结果与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遥感反射率产品相比，平均相对误差为

１３．３％，信号饱和区域修复结果与实测数据各波段平均相对误差为２８．２％。结果表明，该方法在保证结果精

度的情况下，能有效地修复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水色波段因为信号饱和而产生的数据空白区域，同时也能较好地解

决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大气校正产品中的条带问题。

关键词：ＭＯＤＩＳ；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传感器；浑浊水体；神经网络；大气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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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色卫星传感器接收的总信号８０％以上来

自大气干扰，水体信号只占１０％左右，这使得大

气校正成为水色遥感应用的关键问题。对于清洁

水体，ＮＡＳＡ标准的大气校正算法精度较高，其

相对误差可在５％左右
［１］。然而对于浑浊水体，

标准算法中的近红外波段离水辐射为零的假设不

再成立。针对此问题，文献［２］提出了一种基于

短波红外离水辐射为零的假设的大气校正算法

（简称ＳＷＩＲ算法），该算法已在很多区域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３，４］，其缺陷在于 ＭＯＤＩＳ短波红外数

据条带较为严重，这将导致大气校正产品也会存

在条带。同时，由于我国近岸水体中泥沙浓度较

高，且变化梯度大［５］，ＭＯＤＩＳ水色波段数据在高

浑浊水体区域容易出现信号饱和，无法用来获取

有效的遥感反射率（Ｒｒｓ）值。我国于２００８０９０６

发射成功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境小卫星星座

（ＨＪ１Ａ／Ｂ），Ａ、Ｂ星均搭载两台ＣＣＤ多光谱可

见光相机。光学ＣＣＤ相机具有幅宽大、空间和时

间分辨率较高的特点，能为高浑浊水体的研究提

供很好的数据源。

人工神经网络是对生物神经网络的模拟和简

化，在水色遥感研究中，大气校正和水色反演算法

一般可看作是对输入光谱的一个非线性函数逼

近［６］，可以用神经网络对其进行模拟。

本文以我国近岸高浑浊水体区域为例，利用

ＨＪ１Ａ／Ｂ卫星与Ｔｅｒｒａ卫星过境时间基本同步的

优势，在利用同一时期的实测光谱对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

ｒａ大气校正产品进行校准的基础上，采用神经网

络模型进行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数据辅助的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水色遥感大气校正产品质量改进。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文选取我国东海岸苏北浅滩及周围区域的

高浑浊水体为研究对象。该区域位于长江口、黄

河口两大出口之间，是亚洲最大的淤泥质海岸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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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湿地，在长江三角洲和废弃黄河三角洲之间存

在一个大型的潮成辐射沙洲体系，面积约２００００

ｋｍ２，位于水深０～３０ｍ的地带，由７０多条沙脊

（水深０～２５ｍ）与潮流通道（水深１０～５０ｍ）组

成［７］。由于辐射沙洲的存在，该区域水体较浑浊，

且悬浮泥沙变化范围大。该区域由于海陆交互作

用显著，气溶胶和水体光学特性都较为复杂，

ＭＯＤＩＳ水色波段数据容易出现异常。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为：① 实测光谱数据，获

取时间为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０５２６，经纬度范围为

３２°００′Ｎ～３３°４８′Ｎ，１２０°４０′Ｅ～１２２°１０′Ｅ，实测站

位共９个，如封三彩图１（ａ）所示，其中，５个站位

用于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Ｒｒｓ产品初步校准，４个站位

用于验证神经网络模型处理结果。水体光谱观测

采用美国Ｏｃ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ｓ公司的 ＨＲ２０００光纤光

谱仪，该光谱仪的波段范围为２００～１１００ｎｍ，共

２０４８个波段，最高光谱分辨率为 ０．０３５ｎｍ

（ＦＷＨＭ）。采样当天，天空无云，水面偶有微

风。采用 ＮＡＳＡ 和ＳＩＭＢＩＯＳ推荐的观测几何

（φ狏＝１３５°，θ狏＝４０°）对水体进行水面以上法光谱

测量［８］，并推导出水体遥感反射率。② 遥感影像

数据为２００９０４０２准同步的 ＨＪ１ＢＣＣＤ１影像

与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数据。两景影像成像时间分别

为０２：４８和０２：５５（ＧＭＴ），仅相差７ｍｉｎ，可以认

为两景遥感数据获取时的大气、水体状况基本一

致。其中，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数据选择 ＮＩＲＳＷＩＲ

大气校正算法得到的水色产品中６个波段（中心

波长分别为４１２、４４３、４８８、５３１、５５１、６６７ｎｍ）的

Ｒｒｓ产品，分辨率为１０００ｍ，重采样到与ＨＪ１Ａ／

Ｂ卫星ＣＣＤ传感器分辨率相同（３０ｍ），ＨＪ１Ｂ

ＣＣＤ１影像为从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环境１Ａ、

１Ｂ卫星地面系统获取的经过系统几何校正的犔２

级产品（见封三彩图１）。封三图１中，左侧浅棕

色区域为陆地，空白区域为云或是 ＭＯＤＩＳ信号

饱和导致的无数据区域。封三彩图１（ａ）、１（ｂ）右

下方均有少量云、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影像在我国近岸

出现大量的信号饱和而无数据区域。

２　模型与方法

２．１　犕犗犇犐犛／犜犲狉狉犪犚狉狊产品初校准

对比发现，在研究区域使用ＮＩＲＳＷＩＲ大气

校正算法得到的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Ｒｒｓ产品较实测

值低。由于此区域气溶胶和水体光学特性较复

杂［９］，ＳｅａＤＡＳ标准算法往往对该地区的气溶胶

辐射估算过高，从而导致大气校正过度，甚至出现

有些波段离水辐亮度为负数的情况。为了使建立

的神经网络模型能更好地模拟研究区域的实际情

况，在建立神经网络模型之前，利用实测光谱数据

对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Ｒｒｓ产品进行初步校准。

已有研究表明，在中国黄东海区域 ＭＯＤＩＳ

反演的Ｒｒｓ与实测值之间具有良好的线性相关关

系［１０］。因此，采用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４１２、４４３、４８８、

５３１、５５１、６６７ｎｍ波段的Ｒｒｓ，与实测Ｒｒｓ作线性

回归分析，建立线性模型，对 ＭＯＤＩＳＲｒｓ产品进

行初步校准。其中，实测数据采用与 ＭＯＤＩＳ波

段最接近波段的Ｒｒｓ。

２．２　犅犘神经网络模型

本文采用前馈ＢＰ神经网络进行建模。在多

次实验的基础上，选用３层ＢＰ神经网络模型，包

括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输入层为２００９０４

０２的 ＨＪ１ＢＣＣＤ１影像４个波段辐亮度值，输出

层为相应的校准后的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６个波段的

Ｒｒｓ。共９４９组训练样本，训练样区选择在 ＭＯ

ＤＩＳ信号饱和区域邻近的无条带水域，所选样本

充分利用了整景影像的动态范围。隐含层和输出

层的传输函数均为双曲正切Ｓ型函数，训练函数

为量化共轭梯度函数，学习函数使用梯度下降动

量学习函数。

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神经网络工具箱进行神经网

络训练，在对训练集数据进行训练过程中，程序随

机选取其中６０％（５６９组）作为模型训练数据，

２０％（１９０组）作为验证数据，２０％（１９０组）作为预

测数据。通过多次实验，对隐含层神经元的个数

进行调整，最终确定的模型隐含层有１４个神经元

时所得的神经网络有最佳的精度。

３　实验与分析

为了验证所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利用该模

型对苏北浅滩区域２００９０４０２的 ＨＪ１ＢＣＣＤ１

影像进行处理，得到对应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４１２、

４４３、４８８、５３１、５５１、６６７ｎｍ６个波段的Ｒｒｓ模拟

值，并利用同步实测数据对模拟结果精度进行评

价。

３．１　改进结果与分析

封三彩图２（ａ）、２（ｂ）分别为苏北浅滩邻近区

域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４１２ｎｍ和６６７ｎｍ两个波段的

Ｒｒｓ神经网络模拟结果。与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Ｒｒｓ

产品相比，神经网络模型能够有效地模拟出Ｒｒｓ

值，在我国近岸高浑浊水体区域没有出现信号饱

和而无数据情况，弥补了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数据的

４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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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且无严重条带。

对于 ２００９０４０２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有数据区

域，神经网络模型模拟值与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初校

准后的Ｒｒｓ相对误差如表１所示。６个波段的模

拟值平均有８９．２８％相对误差在３０％以内，其中，

相对误差在１０％以内的占５１．８２％，６个波段平

均相对误差平均为１３．３０％。

表１　神经网络模型模拟值与 犕犗犇犐犛犚狉狊相对误差

Ｔａｂ．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Ｒｒｓ

波段

／ｎｍ

相对误差＜１０％所

占百分比／％

相对误差＜３０％所

占百分比／％

平均相对

误差／％

４１２ ５５．７８ ９１．９１ １２．０７

４４３ ５９．２２ ９１．３６ １２．０７

４８８ ６５．５０ ９０．０３ １１．３３

５３１ ３６．６７ ８５．５８ １５．２９

５５１ ３５．６５ ８５．７４ １７．８５

６６７ ５８．１０ ９１．０５ １１．１７

平均 ５１．８２ ８９．２８ １３．３０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４１２ｎｍ波段神经网络模拟结

果与 ＭＯＤＩＳ初校准后的Ｒｒｓ相对误差分布见封

三彩图３（ａ）。该波段大部分区域相对误差较小，

相对误差较大的主要位于条带区域、小块云覆盖

阴影部分以及 ＭＯＤＩＳ信号饱和区域的边缘。在

这些区域，由于传感器本身因素或云等外界因素

的干扰，ＭＯＤＩＳＲｒｓ产品值异常，因此与模拟出

的Ｒｒｓ相差较大。从封三彩图３中可以明显看

出，ＭＯＤＩＳ条带区域相对误差较大，而非条带区

域相对误差较小。由表１知，有８９．２８％区域的

相对误差在３０％以内，可以看出除部分条带区域

相对误差较大外，ＭＯＤＩＳ数据正常区域对应的神

经网络模拟结果其相对误差大部分都在可接受的

范围之内，效果较好，可以认为利用 ＨＪ１Ａ／Ｂ卫

星ＣＣＤ影像结合所建立的神经网络对 ＭＯＤＩＳ

Ｒｒｓ产品进行处理基本有效。

模拟的Ｒｒｓ与实测Ｒｒｓ曲线趋势基本一致。

将模拟结果与２００９０４０２的４个站点的实测Ｒｒｓ

数据进行对比，各站点的两者相对误差见表２，其

中，模拟结果取实测站点对应位置的像元值，实测

数据取与 ＭＯＤＩＳ波段最接近波段的数据。可以

看出，４个站点除４１２、４４３及４８８ｎｍ波段相对误

差稍大外，其余波段的平均相对误差在３０％以

内。已有研究表明，在中国黄东海区域，在这几个

波段 ＭＯＤＩＳＲｒｓ产品与实测值相差较大
［１０］，与

本文结果一致，这表明在该区域 ＭＯＤＩＳ在这３

个波段（特别是４１２和４４３ｎｍ波段）的反演结果

存在较大误差。

表２　神经网络模型模拟值与实测犚狉狊相对误差表

Ｔａｂ．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ｒｒｏｒｓ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ＩｎｓｉｔｕＲｒｓ

波段

／ｎｍ
站点１／％ 站点２／％ 站点３／％ 站点４／％ 平均／％

４１２ １１６．１４ ６２．１２ １０５．０９ ４１．４９ ８１．２１

４４３ ９２．７９ ４３．７６ ７４．７１ １２．７８ ５６．０１

４８８ ７５．８９ ３６．３７ ５８．６３ １．６２ ４３．１３

５３１ ４９．９１ ２３．０１ ４０．２４ ９．０４ ３０．５５

５５１ ３１．８７ １０．２９ ２７．５０ １６．４６ ２１．５３

６６７ ２２．０７ ２２．９０ ２４．９５ ２５．０４ ２３．７４

３．２　犕犗犇犐犛／犜犲狉狉犪条带处理结果与分析

由封三彩图１（ｂ）可看出，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Ｒｒｓ

产品上条带噪声较明显，尤其是在４１２ｎｍ波段

比较严重。上述神经网络模型在模拟出Ｒｒｓ填补

ＭＯＤＩＳ信号饱和区域空白的同时，也较好地解决

了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条带问题。对比封三彩图１（ｂ）

与封三彩图２（ａ）可以看出，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模拟

结果明显去除了较为严重的条带。

由封三彩图３可看出，相对误差较大的像元

的分布与条带位置基本一致，条带区域像元在处

理前后有明显变化，而非条带像元相对误差较小，

说明所建立的神经网络模型在解决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

ｒａ条带问题的同时，对非条带区域基本上无干

扰，能较好地保持 ＭＯＤＩＳ非条带区域的信息。

４　结　语

本文针对我国近岸高浑浊水体区域 ＭＯＤＩＳ／

Ｔｅｒｒａ短波红外大气校正产品中的条带和信号饱

和问题，以准同步的 ＨＪ１Ａ／Ｂ卫星ＣＣＤ影像数

据，采用神经网络模型模拟卫星过境时的大气状

况，有效避免了类似算法中训练数据代表性差、可

扩展性不强的局限性，从而实现了无需地面实测

数据建模的 ＭＯＤＩＳ／Ｔｅｒｒａ产品质量改进。处理

结果中少部分区域误差相对较大，可能原因为：

① 误差较大区域主要集中在条带、云层附近，受

条带或云的干扰，传感器出现异常值；② ＨＪ１Ａ／

Ｂ卫星ＣＣＤ的传感器信噪比较低，对结果精度带

来一定的影响。

本文方法能有效地去除信号饱和大气校正失

败区域和条带问题，得到的 Ｒｒｓ结果可信。ＨＪ

１Ａ／ＢＣＣＤ影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ＭＯＤＩＳ数

据空间分辨率比较粗糙的不足，在近岸、河口、内

陆等小面积水域有望进一步发挥巨大潜力。下一

步研究将引入实测数据对模型进行改进，对输出

结果进一步进行验证和评价。

５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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